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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長而緩慢之復蘇 (9)        
   

      如果認為美國救市速度緩慢，那麼集合 G20 國家來救市又如何？他們的 GDP 佔全球的 85%，貿易額佔全

球 80%，是否可以更快復蘇？有了這樣的陣容，如果是在這集團以外的個別國家或地區，相信是否要加進去問題

都不會太大了。這等於武俠片的華山論劍，各大掌門人齊集施展絕技，若然仍不理想又是誰的錯？G20 也確實做

了很多事出來，只可惜最重要的一個計劃他們失敗了！…….就是無法製訂新的布列頓森林協議。 

 

            1973年布列頓森林協議解體後，就只創立了美匯指數作參考而已。1999年 G20部長級會議成立，原意是要

商討如何去製訂新的布列頓森林協議；可是過了十年也茫無頭緒。及後經過數次石油危機、科網熱潮、反恐戰、

核武危機以至金融海嘯後依然無重大進展。有鑒於財長未夠班數，最後由各大掌門人親自出馬。G20 首次峰會於

2008年 11月在華盛頓召開之時，是明言希望能製訂出新的布列森林協議，可惜直至今天仍沒有成果。 

 

            金融海爆發於 2008年 9月 15日；10月 31日中本聰即發虛擬貨幣論文，1月 3日比特幣面世。至今交易平

台上已有過千種虛擬貨幣，都是沒有價值純粹用來炒作的電子貨幣。但卻各自說它才是最穩健、潛力最高、最前

途光明的去中心化貨幣；甚至老牌菲林柯達也發行柯達幣。但也有人認為柯達幣不能算是百份百的虛擬貨幣，因

為它可以用來買相機、記億卡及攝影器材，應分類為電子代用券或代幣而已，因它是永遠都不會跌至零的，炒它

就等於炒超市禮券或西餅禮券而己。真正的虛擬貨幣是因為民眾對傳統貨幣失去信心，不再相信任何政府機構發

行的貨幣，所以另起爐灶。可惜的是 G20 集團無法製訂新貨幣協議，虛擬貨幣也借機泛濫成災。霎時間，任何人

都可以成為央行發行貨幣，其實是又多了一種另類的神仙股可供炒作而已。2017 年 12 月比特幣在芝加哥兩大期

交易所上市，在瘋狂上升之際被芭菲特這位兄台沽中浪頂一直回落至今，單 Q 即中；實乃現代式的百步穿楊絕

技！G20財長會議也 2018年 4月指出虛擬貨幣未對傳統金融市場構威脅，但確實需要加強監管。 

 

   沒有新的貨幣協議，加密貨幣又沒有本身價值，只可用來炒作，所以黃金仍有一定的避功能。雖然 G20 救

市計劃多多，可惜這方面束手無策，才有機會及空間令虛擬貨幣誕生。 
（……待續）   

金價昨晚見高位後回順，由於今晚收市是在較高水位的小陰燭，則形成單手入樽形態，但需要以收市價作準，由於出

現抗升槌所以身懷六甲不成形。早說過這頭雙肩是陷阱，確認後則要炒反市。頭雙肩最經典的跌市在附錄，是金融海嘯前的

道指及雷曼股價，準得如造馬及打假波一樣。隨機指數快版出了沽貨訊號，雖 MACD趨勢線及森林線均轉正數。可以試沽。 

 

要看黃 

 
                                                                    

                                 

 
 

！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31.50                     1319.50                   1335.5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32.00                     1344.00                   1328.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31.50                     1319.50                   1335.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долгое, медл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策略說明：每日一單乃基於贏 12輸 4，又或贏 13 輸 5 的比例去克服飄忽之市場而取得利潤。凡按此入市需要以限價單進行，切忌中途變卦見 2,3 元

便吃但輸則輸足 4,5元。本策略乃一個贏多輸少之策略，執行時切忌變為輸多贏少之方式去運作；否則無法達至上述利潤，不如另覓他法。 

 

SELL at sight現水位沽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１１６ 

 

Risk disclosure: Price can go up and down at any moment, trade and bear the risk according to your own capital;  

all suggestion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final decision still lies upon investors. 

The essence of Daily Trading must base upon profit $12 to stop loss of $4, some take profit at going for $2 or $3, but keep on stop loss of $4. Thus is 

doomed to fail, but misled of following a strategy of doom to win. Ratio 12-4 must be kept, don’t just follow other to lose and dare not follow to win.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１２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１０６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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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6月 
1 (三) +20 11 (六)  ／ 21 (二) -30 1 (六)  ／ 11 (二)  21 (五)  

2 (四) +20 12 (日) ／ 22 (三) -30 2 (日) ／ 12 (三)  22 (六)  ／ 

3 (五) 0 13 (一)   -40 23 (四)  -30 3 (一) +30 13 (四)  23 (日) ／ 

4 (六)  ／ 14 (二) +30 24 (五) 0 4 (二)  14 (五)  24 (一)  

5 (日) ／ 15 (三) +30 25 (六)  ／ 5 (三)  15 (六)  ／ 25 (二)  

6 (一) -40 16 (四) +30 26 (日) ／ 6 (四)  16 (日) ／ 26 (三)  

7 (二) -40 17 (五) 0 27 (一)    0 7 (五)  17 (一)  27 (四)  

8 (三) -40 18 (六)  ／ 28 (二)  0 8 (六)  ／ 18 (二)  28 (五)  

9 (四) -40 19 (日) ／ 29 (三) -30 9 (日) ／ 19 (三)  29 (六)  ／ 

10 (五) -40 20 (一) 0 30 (四)    0 10 (一)  20 (四)  30 (日) ／ 

      31 (五) -30          

 

                                   
年份Year 價位Price tag 利潤 Profit 年份Year 價位Price tag 利潤 Profit 年份Year 價位Price tag 利潤 Profit 

2019 +US$106 HK82,68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116 HK90,480 

2018 +US229.5 HK179,010 2010 +US$169.90 HK 132,522 2018 +US232.5 HK181,350 

2017 +US$264.5 HK 206,310 2009 +US$428.00 HK 333,840 2017 +US$277.5 HK222,690 

2016 +US$340.00 HK 268,320 2008 +US$386.00 HK 301,800 2016 +US$273 HK 206,700 

2015 +US$51.00 HK 39,780 2007 +US$266.40 HK 207,792 2015 +US$413 HK 322,140 

2014 +US$83.00 HK 64,740 2006 +US$189.00 HK 147,420 2014 +US$233 HK 181,740 

2013 +US$189.60 HK 147,888 2005 +US$298.50 HK 232,830 2013 +US$410 HK 319,800 

2012 +US$111.90 HK 87,282       

 

Annual Profit of past years  投資策略往績          (利潤不包手續費profit excluding commission) 

每日一單 Daily Trading                                                 對沖單 He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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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數 據       Important indicators 
Date 

日期 

Day 

星期 

HK Time 

時間 

Star 
重要性 

Place 

地區 

Indicator 

 
數據 Previous 

前值 

Expected 

預期 

6/6 (四)Th 17:00 ☆☆ EU 歐盟 Employment 就業人數 +0.3% +0.3% 

6/6 (四)Th 17:00 ☆☆☆ EU 歐盟 G D P 國內生產總值 +0.4% +0.4% 

6/6 (四)Th 19:30 ☆☆☆ US美國 Challenger Job Cut 裁員人數 +10.9% +10.9% 

6/6 (四)Th 19:45 ☆☆☆ EU 歐盟 Rate Decision 央行議息 0.00% 0.00% 

6/6 (四)Th 20:30 ☆☆☆ US美國 Non-Farm Productivity 非農業生產力 +3.6% +3.6% 

6/6 (四)Th 20:30 ☆☆☆☆☆ US美國 Trade Balance 貿易收支 -50.0B -50.5B 

6/6 (四)Th 20:30 ☆☆☆☆ US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15K 212K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正在愛爾蘭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到近日美國與墨西哥之間，就非法移民問題引發的糾紛。特朗普說，墨西哥

想與美國達成協議，對方整個團隊目前在白宮，與美方人員磋商。他又說墨西哥可以阻止，並必須阻止非法移民，

透過美墨邊境進入美國，否則就不能與美國做生意。 

 

中美貿易戰有持續和蔓延勢頭。外界估計，中國會採取應對策略，包括「聯俄制美」。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俄羅

斯。提到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關係，形容普京是他最好的知心朋友。習近平又特別提及美俄近期的爭論焦點，包括

伊朗、敘利亞及委內瑞拉問題，表明中國與俄羅斯的看法和立場高度一致。中國近期已經多番表明不怕與美國的貿

易戰，內地傳媒更多次提及中國擁有的「制度優勢」。 

 

電引述日經新聞報道，中國華為被美國列入黑名單後，已削減或取消主要供應商零部件訂單。報道指台積電已證實

來自華為的訂單減少。報道又提到，華為將今年下半年智能手機總出貨量預測下調 20-30%。 

 

歐洲塑膠協會(Plastics Europe)表示，儘管環境成本普遍令人擔 心，亞洲與美國去年仍推升了全球塑膠產量，歐洲則

產 量減少。 對美國塑膠進口表達關切的歐洲塑膠協會指出，全球塑膠產量去年增加 3.2%至 3.59億公噸，前年則增

加 3.9%。亞洲占全球產量半數以上，美國也因開發頁岩氣而致增產。 歐洲去年塑膠產量減少 4.3%，但用量小增

0.4%。 

 

美國總統特朗普三日國事訪問英國行程的最後一日，早上接受英國傳媒訪問，表示與王儲查里斯會面時談論到氣候

變化問題。美國在 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特朗普表示，原本只是計劃與查里斯交談 15分鐘，結果談了 90

分鐘，主要是查里斯向他講解氣候議題。特朗普讚揚對方對氣候問題的深入了解，雙方同意要致力為下一代帶來良

好氣候。特朗普又向查里斯表示，現時美國的氣候是全球最「潔淨」，並正在不斷改善。 

 

中美貿易戰拖累全球經濟陷入增長放緩困局，繼澳洲本周落實減息行動後，美國聯儲局官員紛紛放鴿，美銀美林旋

即發表報告預期，中國今年內將跟隨美國減息兩次，意味全球主要央行爭相加入減息戰團。除了印度央行今日議息

會有可能再減息外，有銀行界人士更預期，南韓央行或成為下個參與減息國家。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及聖路易斯

聯儲銀行行長布拉德在本周連日放鴿，刺激市場的減息預期迅速升溫，並預期歐洲央行於周四將同意提供予銀行的

長期貸款，實施新的寬鬆條款，意味可望落實寬鬆「放水」的政策。 

 

美國聯儲局經濟報告指出，就業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出現增長，在 12 個聯儲局轄區內，大多數地區物價保持溫和。

不過，受訪企業擔心，即使經濟活動回升，貿易戰仍可能為企業帶來壓力。被稱為「褐皮書」的經濟報告指出，受

訪企業稱 4 月至 5 月中經濟活動增長略有改善，但很多企業都擔心，美國如果不能夠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需求增

長會轉弱。企業擔心，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將加劇中國製造業活動放慢的趨勢，導致中國製造商對美國產品

的需求減少。 

 
恒指 ：26,990.56   +227.59                    上證綜指： 2,871.02  +9.30                  道指 ：25,332.18   +512.40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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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雙肩一向被認為最準的圖表形態，破位後都會引來重大跌市。這是道瓊斯指數在 2008年形成的頭雙肩，破

位後完成後抽便急跌至 2019年 3月初。請留意星期二本刊登出雷曼兄弟的頭雙肩是斜向上，這個道瓊斯雙肩

是斜向下的。結果只有一個都是急跌，如今金價這個頭雙肩證實是假的，也證實反過來炒是最適當的。 

Head & shoulder is normally considered as the most accurate pattern, when broken through the neckline surely will lead 

to a great fall. This is the Dow Jones before Financial Tsunami of 2008, the head & shoulder is clinging upward while 

the Lehman Brothers pattern is clinging downward. However, the results are the same, leading to a great fall. The 

current pattern in gold market is proved to be a fake head & shoulder and also proved reverse trading is the most 

suitable method.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40 – 134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12 – 1317 

 

Long,  Slow Recovery (9) 
                        

G20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85% of GDP of the world and 80% of trading. So if they still could not save the 

economy, who’s wrong? The G20 summit was established to find out a new Bretten Woods System, but completely 

failed, nothing was done. 

 

General public lost their confidence in traditional currencies, thus made room for the birth of cryptocurrency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That is everyone can become a central bank to issue their own cryptocurrency. But they 

have no value at all, just for speculation so just treat it as another kind of penny stock (神仙股). When Bitcoin was 

listed in Chicago, Warren Buffet, the most successful investor hit the top by just one selling and it came down till 

now. G20 found that even crypto has no threats on traditional currencies but still need to be supervised closely.  
(…… to be continued) 

In the basketball field there is a term known as “Single Hand Entry” (單手入樽)，the current gold market 

is in such a situation but still need to be confirmed by closing price of today. Yesterday formed an anti-falling 

hammer, therefore tonight needs to form a small black candle stick but now just small white candle stick. It failed 

to form a Harami (身懷六甲). MACD turned to positive both for forest line and trend lines, but Stochastic Fast 

has shown selling signal thus can start to sell now.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333 -1338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305- 1310 

 долгое, медл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Dragon Boat Festival 

holiday on 7
th
 June (Fri), 

this bulletin will be off. 

6月 7日(星期五)為端午

節，本刊休息一天。 


